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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代表温化平 
大家好！
	 走上这个舞台我很激动，也很
惶恐。激动的是我们奔腾中文学校
走过了20年不平凡的岁月；惶恐的
是我居然堂而皇之地站在这里说
话，校庆不应该都是在校师生们的
狂欢吗？！我一个自动下岗的人员
跟这儿起什么哄啊？！其实这惶恐
是从接到学校的电话就开始了，能
接受这份邀请其实心里还是放不下
的，还是美美哒。
	 什么放不下呢？在我的心中，
这段往事回忆起来，感受最深的是
八个字，敬业，尊重，信任，和温暖。
	 中文学校，就是一群热爱中华
文化的非专业教学人士搭起来的一
个非常专业的班子，20年的每一步
每一日都写着奔腾的辉煌。今天的
学校早就从办校初期的“一个也不
能少”到今天的以教学质量为主的
战略转移，是有着大环境的因素，但
更重要的是这么多老师这么多的教
务人员在这里的默默耕耘着，奉献
着，其实每位老师都有着自己的工
作，教中文是周末业余的，但都是拼
了命的‘业余’，备课也好，处理学校
里、学生中大大小小的事务也罢，茫
茫黑夜里哪一盏灯下不是一位勤奋
的奔腾老师啊！
	 播一颗种子会有一份收获，扯
一片阳光能照亮前路。母亲节，一枝
清香的康乃馨就会送到你的手里；
春节，一个热热闹闹的聚会就能凝
聚着每个奔腾家庭……，有这么多
温暖的情义，这么多芳香的回忆，
无论走到哪儿，离开多久，你都放不
下，都时刻揣着一个板凳队员的期
盼。都说救场如救火，在奔腾不存在
救火，所有的课程和各项事务都经
由教务处安排得妥妥的，那些胸有
成竹的板凳队员要等的就是一个重
拾往日回忆的机会。
	 	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很快，再次
祝福我们的学校！再次感谢还在辛
勤耕耘的老师！

家长代表郑莉娜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各位老
师、各位家长朋友，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在
春暖花开的时节，欢聚一堂，共同庆
祝华夏奔腾中文学校建校二十周
年！作为一名家长代表，能亲历这
辉煌的时刻，表达一份祝福，内心非
常激动。几天前接到电话要我作为
家长代表发言，说说心得，当时就彻
夜难眠，眼前浮现出俩女儿在中文
学校学习的点点滴滴。
	 我的老大现在读六年级，老二
读四年级。说老实话，这七年真心得
不容易。记得老大读了两年后，老二
到了该上拼音班的年龄，当时觉得
她没有很好的语言天赋，就想要不
算了，不去上学了，我就在家教教她
吧！可老大不乐意了：这不公平，
妹妹必须也得去上中文学校。听着
怎么感觉去上中文学校是一种惩罚
呢?
	 万事开头难，学拼音打基础很

重要，一步一个脚印，想要踏踏实实

地学，开开心心地学，首先是取决于

家长的态度。如果您重视孩子学中

文像重视他们考大学一样，相信您

的孩子一定能学好。其次就是找到

适合自己孩子学习中文的方式方

法，最后就是合理安排时间。上帝给

每个人的时间是一样的，就要看你

怎么去安排管理。姐俩功课多、活动

多、各种兴趣爱好多，但无论怎样

忙，她们每天一定会留出时间做中

文功课。我总是提醒她们，千万不要

单纯地为了完成而做中文功课，不

要挤在最后两天去做好几天量的

中文功课，一天做一天的量是有道

理的。现在，老大的中文功课里有

optional，可做可不做，很多都是写

短文、缩写和扩写，但老大还是通通

都做了。我告诉她，这都是学中文的

好题型，给你更多学写中文的好素

材。中文写作也是要常常练的，何乐

而不为之！老大连着两年作文被选

上登到侨报。

	 除此以外，姐俩还特别喜欢看

中文的综艺节目，像“爸爸去哪儿”，

“超级演说家”，“挑战不可能”等等。

有趣好笑刺激，既让她们提高了中

文水平又很好地得到了放松。学校

每年举行的各种比赛，她俩也都积

极参加，你争我赶，不断地取得好成

绩。我拿老大的这次参加辩论比赛

来说吧，四年级开始可以报名参加

辩论比赛，第一年她是做为候补队

员参赛的，那时懵懵懂懂。第二年，

以正方三辩的身份参赛的，那一次

的亲身体验让她更清楚地体会到辩

手该具备的方方面面。今年因为高

年级组人数不够，把她从低年级组

放到高年级组，但还是以三辩的身

份参赛，赛前女儿信心满满的对我

说，这次我要拿最佳辩手奖。我心想

这怎么可能呢？你本来是低年级组

的，现在要跟高年级组的选手去辩，

而且还是三辩。但我只能鼓励她，try	

your	best就好。吴丽雅老师曾说过，

陈堉泫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孩子。是

的，她没有把握没有充分准备的话

是不会乱讲的。比赛时，女儿沉着冷

静，反应敏捷，问答自如，有着良好

的团队精神和心理素质。和队友们

漂亮地完成了那场比赛，最终拿到

了团体第一！真的也如愿以偿让她

拿到了来之不易的最佳辩手奖！

	 当孩子们用中文跟我说心里话

时，我默默地聆听，感到欣慰。感谢

奔腾所有老师们的付出！最后再次

为光辉的20年喝彩，向各位领导、老

师、家长朋友们送去真挚的祝福，祝

愿同学们健康快乐，学习进步。

	 谢谢！

高年级学生代表钟可心
	 尊敬的各位老师、家长，亲爱的

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七年级一班的钟可心。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很荣幸能在

这里和你们分享我学中文的感受。

跟所有的同学一样，我也是在这里

出生的孩子，从小就在中文学校里

学习。我的每一个第一次都开始得

非常艰难。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

的第一次中文考试，因为不懂得如

何分布时间都没有做完，第一次朗

读比赛因为紧张而说不出话，第一

次参加演讲海选就被淘汰出局。那

时的我认为辩论比赛对我来说，简

直是可望而不可及…	 	幸运的是，

在这一次次的挫败中，我没有选择

放弃，而是一次一次往上冲。每星期

的字词小测验，三课一小考，六课一

大考，几年下来，使我对考试游刃有

余。一年一次的朗读比赛和认字比

赛，让我在压力下可以从容面对。高

强度的辩论培训，使我成为了辩论

冠军队的一员，并对辩论比赛信心

满满。虽然学习和训练的过程很辛

苦，但是我得到的知识和经验是中

文学校和老师赠与我们的财富，是

用钱买不到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奔腾中文学

校，因为她记录了我们的成长；因为

她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未来的国际通

道；更因为她让我们在追求学业成

功的时候也收获了做人的成功。在

奔腾20周年校庆之际，我代表全体

同学祝她生日快乐，永葆青春，桃李

满天下！

	 谢谢大家！

中年级学生代表施孟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施孟和，我

来自四年级。我六岁的时候，我开始

学中文。因为有一天，我想去世界旅

行，学习新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

我需要学习新的语言。在我学习的

过程中，我所有的老师都鼓励我，告

诉我不要害怕在别人面前说中文，

她们还教我知道中国文化是中国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后来，我从CSL转

到普通班学习，这样我可以听老师

说更多的中文，因为我的家庭不说

中文。我想我不会离开学习中文，我

知道它会影响我的未来。中国比其

它国家有更多人，等我长大的时候，

我想去中国，去了解文化，也许会在

那里工作。现在我在朝向这个方向

努力，但是我现在还在学校学习中

文，我相信我自己会完成目标。

	 谢谢大家！

低年级学生代表吴一瀚
	 大家好，我叫吴一瀚。我在华夏

奔腾中文学校已经学了四年的中文

了。每到周末，我有很多活动，经常

要做选择题。是去小提琴表演，田径

训练，还是lacrosse比赛？但不管怎

样，中文学校永远都是必选项。

从学前四岁班，五岁拼音班，到现在

的二年级，我从没有拉下一节课。因

为爸爸妈妈告诉我，中文能够开启

一扇门，而门的后面就是中国。所

以，我家非常重视学中文。

	 今天我们的中文学校二十岁

了，祝她生日快乐！也要谢谢中文

学校的老师们，帮我们拉近了和中

国的距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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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与奔腾同行》 校庆专刊

参加奔腾二十年校庆
有感而发				李颖老师

	 千呼万唤，怀胎数月，华夏奔腾

中文学校的20周年校庆今天终于诞

生了。

	 恰好是5.20（我爱你）这样一个

日子，奔腾中文学校的走廊上欢声

笑语，到处是盛装美颜的老师、学生

和家长。

	 花是新的，草是绿的，雨后的天

空明媚清亮。

	 “大中国”的旋律突然在校内奏

响，霎那间老师们从四面八方聚集

在一起，伴随着乐曲齐声同唱：“我

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

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越来

越多的家长和学生纷纷加入，歌声

澎湃激昂、此起彼伏、余韵绕梁，曲

尾如告白般一声声一遍遍的“中国，

祝福你”，如击心弦，我忍不住落泪。

	 从小学到研究生，从青葱岁月

到知天命，平生参加的唯一一次校

庆，竟是远在异国他乡。风雨二十

年，弹指一挥间，游走在他乡和故乡

的边缘，华夏子孙们追寻着同一个

梦，梦里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无束无

拘的思想，无欲无求的情怀，无日不

念的爹娘。

	 而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我们

曾在这里相遇，时间和记忆为证。

	 此心安处是吾乡。

	 奔腾，祝福你。

写在二十周年校庆之
际—茅征宇老师

	 每 个 星 期 六 下 午 在 新 泽 西

Parsippany高中都会聚集着几百个

中小学生，在一起学习中文。这里就

是远近闻名的华夏奔腾中文学校。

这个周六5月20日，你却听不见老师

们仔细讲解，看不到学生们认真做

笔记。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

一天是华夏奔腾中文学校二十年校

庆庆典。

	 校庆庆典定于1点30开始。从1

点起，庆典礼堂外的走廊里陆续聚

集了学生和家长们。正在大家边交

谈边等进礼堂时，音乐声起。原来

奔腾的老师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

喜，快闪合唱。听着熟悉的歌声	“大

中国”	，	“读书郎”	，	家长们和会唱

的孩子们也忍不住和了进来，典礼

在欢快的歌声中开始了。

	 典礼由气质优雅的吴丽雅老师

和著名的数学老师金辉博士主持。

在一起回顾了奔腾十年校庆的视频

之后，奔腾校长郭玉坤老师致辞欢

迎各位来宾和朋友，随后	Parsippany

市长Mr.	Barberio和华夏中文学校

总校长张长春先生先后都亲临祝

贺并致辞，Parisppany教育局长Dr.	

Seitz也发来了贺信。

	 奔腾学校今天取得的成绩，离

不开奔腾人多年来勤勤恳恳的奉

献，他们为奔腾的发展做了很多工

作，至今仍然在学校里看到他们忙

碌的身影，为海外中文学校的办学

洒下了辛劳的汗水。在典礼上，陈明

杰先生、周建东老师、张悦老师和王

子衡先生获得了由“全美中文学校

协会”授予的海外中文学校优秀工

作人员奖。同时还颁发了五年、十

年、十五年和二十年的的资深教师

证书。礼堂的大荧幕开始放映“二十

年，与奔腾同行”的视频。这些年与

奔腾同行的老师、学生和家长们感

想多多，是骄傲，是自豪，是感恩，也

是激动。学校高效严谨的管理团队

和用心用灵魂做教育的教师集体成

就了奔腾的品牌，就如教师代表温

化平老师所言，奔腾的老师和工作

人员都是“拼了命地‘业余’”。	

	 跋涉的二十年，是信念和智慧

写就的诗篇

	 奋斗的二十年，是热情和汗水

垒成的高峰

	 辉煌的二十年，是敬业和执着

铸造的丰碑

	 奋进的二十年，是理想和荣耀

编织的锦缎

	 主持人以这段话结束了庆典。

之后举行了茶话会，学生、家长、老

师和贵宾欢聚一堂。品糕点，领纪念

品，互送祝福。

	 祝奔腾生日快乐，愿奔腾明天

更辉煌！


